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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陂政务

车陂街召开“三小”场所整治动员会议

加强仓库等薄弱区域火灾防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张文卓 通讯员 赖玉珍）

为确保今冬明

春辖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加强

“三合一” 场所、 仓库等薄弱区域火灾

防范， 整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 12 月

8 日， 车陂街牵头在西湖社区和东岸社

区分别召开“三小” 场所整治动员会

议。 车陂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玲玲、天

河区消防大队参谋杨发杭、车陂派出所

副所长徐涛和街应急办负责人、物业部

负责人，以及“三小”场所经营者及业主

方等参加会议。

据了解，“三小” 场所是指小档口、

小作坊、小娱乐场所，“三合一”场所即

生产、储存、经营的场所与居住场所设

置在同一建筑内的场所。 为防范这两种

场所的火灾风险，会议通报了近期火灾

事故，向参会者讲解了“三小”场所的消

防标准，解释了此次整治“三合一”场所

的目的、依据及步骤，并现场与“三小”

场所经营者及业主方签订了《“三合一”

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 对不符合消防

标准的场所列明了具体的整改要求和

整改时限。

会议强调， 各“三小” 场所经营

者及业主方要充分认清当前消防安全

的严峻形势以及“三合一” 场所违规

住人的危险性。

会议对“三小” 场所的经营者及

业主方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是要严格

按照整改期限整改到位， 逾期未按要

求落实整改措施的， 区消防大队及公

安机关将采取查封等行政强制措施；

二是经营者要相互监督， 提高周围商

铺整改“三合一” 场所的自觉性， 营

造良好的整治工作氛围； 三是要提升

自身消防安全意识， 积极向员工及家

人普及火灾扑救技能和逃生自救常识，

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下一步， 车陂街将继续保持高压

整治态势， 采取宣传动员、 签订整改

承诺书、 警示宣传教育、 查封整改等

综合措施， 以点及面， 从严开展“三

合一” 场所整治工作。

车陂街开展“好家风”禁毒宣传游园活动

好家风传递禁毒正能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张文卓 通讯员 吴钦鹏）

为了增强辖区

居民群众拒毒防毒意识，做到不种毒、

不沾毒、不涉毒，近日，车陂街禁毒办

联合车陂街平安促进会、 广州大同社

会工作机构，结合“廉洁家风，勤勉车

陂”好家风活动，开展禁毒宣传游园活

动。

游园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不仅展

示了仿真毒品模型， 派发了禁毒宣传

资料， 街道禁毒办工作人员和社工们

还向居民详细讲解了毒品危害。 为寓

教于乐， 活动还通过禁毒知识有奖问

答、 套圈圈游戏等方式开展禁毒预防

教育， 吸引了不少辖内小朋友和家长

参与。

据了解， 本次活动共吸引 200 余

名小区居民参与， 发放宣传手册 180

余份，赠送小礼品约 200 份，接受现场

群众咨询 60 余人次。 居民纷纷表示，

通过此次活动， 进一步了解了毒品给

家庭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要坚决抵御

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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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供图

教育机构退费引矛盾

车陂司法调解化纠纷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张文卓 通讯员 池金湛）

近日，车陂司

法所调解了一宗教育培训机构退款纠

纷， 成功为三名家长追回了剩余未发

生的培训费用。

据了解，2019 年 12 月， 吕某为孩

子报读了车陂辖内某英语培训机构

（下称 “

A

机构 ”）

课程，并一次性缴纳

了包括图书、 辅导性用书以及 128 节

课时费在内的培训费用， 共计人民币

12180 元。随后双方均按照课程的培训

内容履行培训协议。

今年 11 月中旬，吕某又将该机构

介绍给其邻居和同学， 邻居和同学的

孩子也顺利入读该机构。 在该机构学

习期间，3 名家长发现机构培训的实

际情况与所约定的培训协议内容出入

较大， 孩子在语言和知识上的提升并

不明显， 且机构教授的内容与学校教

授的知识基本相同， 进度还略慢于学

校。

因此， 吕某等 3 名家长要求 A 机

构退还剩余的课时费用。 培训机构负

责人表示机构完全按照协议的内容授

课并无超纲， 且每位孩子的学习接受

能力和理解能力有所不同， 同时协议

约定学费一经缴纳， 非因不可抗力等

非人为因素拒不退还。 该培训机构还

提出， 家长可按照需要变更课程时间

或课程套餐，但家长坚持退费，双方因

此僵持不下。

12 月 3 日下午，3 名家长与 2 名

培训机构负责人来到了车陂司法所寻

求调解。 鉴于双方当事人情绪比较激

动， 车陂司法所调解员决定运用分开

了解、合并处理的方式解决纠纷。 调解

员耐心地为双方当事人释明《人民调

解法》与《民法典》之合同编内容，引导

当事人换位思考。 经过一个小时的释

法说理， 双方当事人放下对彼此的成

见，最终就退赔费用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现场签署退费协议书。 吕某等 3 名

家长对调解员公正合理地及时化解纠

纷表示感谢和赞赏。

车陂街西岸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观影《我和我的家乡》

感悟家国情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张文卓 ）

为加强党员理想信念， 激发

党员的责任感、 使命感， 将爱国之心

落实为爱岗敬业的责任之心。 12 月 1

日， 车陂街西岸社区党总支部组织党

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观影活动， 集体

观看电影 《我和我的家乡》。

据了解， 《我和我的家乡》 通过

五个故事单元， 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

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家乡故事， 将喜

剧故事与主题很好地结合到一起， 以

“小家” 的故事展示了“大家” 的改

变， 抒发了人们的家国情怀， 展示了

脱贫攻坚成果。

通过观看影片， 社区党员们都被

中国乡村的变化， 被影片中主人翁的

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虽然影片类型为

喜剧， 但是笑点之中也隐藏着一个个

泪点， 勾起了老党员的思乡之情， 也

激起了年轻党员的奋斗热情。 他们纷

纷表示， 将发扬干事创业、 吃苦耐劳

的精神， 用实际行动为祖国发展和社

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员们集体观看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受访者供图

西湖社区举行“三小”场所整治动员会议。


